
惠 聖經(76次)

新約(42次)
福音書(4)
歷史書(4)
保羅書信(27)

馬太福音(0) 馬可福音(0) 路加福音(0) 約翰福音(4)
使徒行傳(4)
羅馬書(2) 哥林多前書(2) 哥林多後書(7) 加拉太書(1) 以弗所書(2) 腓立比書(1) 歌羅西書(3) 帖
撒羅尼迦前書(1) 帖撒羅尼迦後書(1) 提摩太前書(2) 提摩太後書(2) 提多書(2) 腓利門書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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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書信(5) 希伯來書(2) 雅各書(0) 彼得前書(1) 彼得後書(1) 約翰壹書(0) 約翰贰書(1) 約翰叁書(0) 猶大
書(0)
啟示錄(2)

律法書(2)
歷史書(5)

預言書(2)

約書亞記(0) 士師記(1) 路得記(0) 撒母耳記上(1) 撒母耳記下(0) 列王記上(2) 列王記下(0) 歷代
志上(0) 歷代志下(1) 以斯拉記(0) 尼希米記(0) 以斯帖記(0)

創世紀(0) 出埃及記(1) 利未記(0) 民數記(0) 申命記(1)
舊約(34次)

以賽亞書(1) 耶利米書(2) 耶利米哀歌(0) 以西結書(0) 但以理書(1)
小先知書(3) 何西阿書(1) 約珥書(0) 阿摩司書(0) 俄巴底亞書(0) 約拿書(0) 彌迦書(0) 那鴻書(0) 哈巴穀

書(0) 西番雅書(0) 哈該書(0) 撒迦利亞書(2) 瑪拉基書(0)

大先知書(4)
詩歌智慧書(20) 約伯記(0) 詩篇(15) 箴言(5) 傳道書(0) 雅歌(0)

出22:27 就應允、因為我是有恩~的。
申33:23 你足沾恩~、滿得耶和華的福
士 8:35 就是基甸向他們所施的恩~、
撒上20:15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絕了恩~。
王上 8:66 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~

11:19 哈達在法老面前大蒙恩~、以
代下 7:10 羅門與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~
詩 5:12 你必用恩~如同盾牌四面護衛
23: 6 一生一世必有恩~慈愛隨著我
25: 7 求你因你的恩~、按你的慈愛
27:13 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~
31:19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~、是
45: 2 在你嘴裏滿有恩~．所以　神
68:10 你的恩~是為困苦人預備的。
84:11 要賜下恩~和榮耀．他未嘗留
103: 2 華、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~。
106: 4 你用恩~待你的百姓、求你也
106: 4 求你也用這恩~記念我、開你
111: 4 念．耶和華有恩~、有憐憫。
112: 4 他有恩~、有憐憫、有公義。
116: 5 耶和華有恩~、有公義．我們
145: 8 耶和華有恩~、有憐憫、不輕
箴 8:35 生命、也必蒙耶和華的恩~。
11:27 就求得恩~．惟獨求惡的、惡
12: 2 善人必蒙耶和華的恩~．設詭
14:35 蒙王恩~．貽羞的僕人、遭其
18:22 處、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~。
賽26:10 以恩~待惡人、他仍不學習公
耶31:14 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~知足
33: 9 所施的恩~平安、就懼怕戰兢
但 1: 9 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~
何 3: 5 歸向耶和華、領受他的恩~。
亞 4: 7 願恩~恩惠、歸與這殿。〔殿
 4: 7 願恩惠恩~、歸與這殿。〔殿
約14:16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~師
14:26 但保~師、就是父因我的名所
15: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~師來、
16: 7 保~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．我
徒 6: 8 司提反滿得恩~能力、在民間
14:17 就如常施恩~、從天降雨、賞
20:24 職事、證明　神恩~的福音。
20:32 和他恩~的道．這道能建立你

羅 1: 5 我們從他受了恩~、並使徒的
 1: 7 願恩~平安、從我們的父　神

林前 1: 3 願恩~平安、從　神我們的父
 1: 4 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~

林後 1: 2 願恩~平安、從　神我們的父
 1:12 乃靠　神的恩~、向你們更是
 4:15 好叫恩~因人多越發加增、感
 8: 6 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~的事
 8: 7 就當在這慈~的事上、也格外
 9: 8 　神能將各樣的恩~、多多的
13: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~、　神的
加 1: 3 願恩~平安、從父　神與我們
弗 1: 2 願恩~平安、從　神我們的父
 6:24 主耶穌基督的人、都蒙恩~。
腓 1: 2 願恩~平安、從　神我們的父
西 1: 2 願恩~平安、從　神我們的父
 1: 6 真知道　神恩~的日子一樣．
 4:18 捆鎖。願恩~常與你們同在。

帖前 1: 1 教會．願恩~平安歸與你們。
帖後 1: 2 願恩~平安、從父　神和主耶
提前 1: 2 願恩~憐憫平安、從父　神和

 6:21 真道。願恩~常與你們同在。
提後 1: 2 願恩~憐憫平安、從父　神和

 4:22 同在。願恩~常與你們同在。
多 1: 4 願恩~平安、從父　神和我們
 3:15 願恩~常與你們眾人同在。
門 1: 3 願恩~平安、從　神我們的父
來 4:16 憐恤、蒙恩~作隨時的幫助。
13:25 願恩~常與你們眾人同在。阿

彼前 1: 2 願恩~平安、多多的加給你們
彼後 1: 2 願恩~平安、因你們認識　神
約貳 1: 3 恩~、憐憫、平安、從父　神
啟 1: 5 有恩~平安歸與你們。他愛我
22:21 願主耶穌的恩~、常與眾聖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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